
一個意義重大的議會
大會

得到東區議會的親切邀請下，
法蘭崗尼亞議會派代表參加在
5月4日舉辦的東區議會春季大
會。 

是次舉辦地點是位於賓夕凡尼
亞州，修德頓市內的門諾會錫
安堂。是次聚會目的是為有可
能將會成立從兩個和解後組成
的新議會收集和分析所有提交
的建議。

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可能超
過了每個參與者的期望。 結
構和身份認證組織成員帶領我
們討論他們以禱告形式集思而
來的各種為新年度大會提出的
建議，項目包括：議會董事會
結構，如何挑選會眾代表團隊
成員，會眾的會籍和與議會相
關的宣教事工組織等。各代表
在分組時段提出問題和作出回
應。 議會主席史提夫.杰克斯 
(Steve Kriss)牧師形容是次會塲
滿佈著正能量和「既謙卑又有
自信」的氣氛。

這些建議最能真實地代表兩個
不同議會的文化。各會衆的人
數多少，種族背景和分佈地
點，我們已詳細地列入考慮名
單內。 本以為是一個既漫長又

來自平原堂的連娜.雲普古(Rina Rampogu)牧
師在分享從結構和身份認證組織提交的建議。

照片提供：艾米莉.拉爾夫.施芬(Emily Ralph 
Servant)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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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悶的過程， 但因得著聖靈的帶領，處理和解重組的過程竟變成一個奇
妙的禮物。

是次東區議會的春季大會的形式令人感到欣慰。 史格.羅夫(Scott Roth)牧
師（東區議會主席）「非常鼓勵」各代表盡量以「誇耀」的形式去述說神
如何在各會衆心中動工去把福音傳遍他們的社區。 在聚會的時間表裡有
大量時間是安排在非正式的交談時段上。 我與不同地域的代表有不少有
趣的交談機會。

有不少人誤會有{大魚吞食細魚}的現像。 但是我有一些東區議會的朋友憶
述在20世紀60年代時兩個議會已開始在監獄事工， 門徒和領袖訓練，教
育和宣教上已开始富有成效的合作。有許多情况已證實了東區議會和法蘭
崗尼亞議會會衆已開始進行和解了。那些新加入我們議會的會眾代表耐心
地期待著這合併的完成，亦感到高興能有機會見證這次和解的歷史時刻。 
所有人都同意：『為什麼我們等了這麼久呢？』

—莎雲.威廉斯(Sharon Williams)
，新生命羅律士城堂(Nueva Vida 

Norristown New Life)會衆

@franconiamc
#fmclife

FranconiaMC

讓我們認識一下哈迪，蘇
拉圖(Hadi Sunarto)牧師
哈迪是費城讚美中心專責社會事
務的牧師。 他通過協助申請新移
民文件和新身份證，教英語，提
供翻譯和協助適應美國新生活的
方式去服侍中心附近的印度尼西
亞籍的社群。

欲想知道更多關於哈迪牧師和其
他在法蘭崗尼亞議會內的全體牧
師和領袖的資料，請參閱我們的
網址：
franconiaconference.org/call

主編分享

記載在使徒行傳第2章內關於
五旬節的故事，提醒了我們是
神的靈把我們合二為一，把這
新異象放在我們心中，締造一
個新的，多元化教會並強調創
作力，互相交流及聯繫的重要
性。

隨著我們議會的不斷擴大和改
變，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創作
力， 參與度和承諾，以保持彼
此的聯繫。通過神的靈，把我
們從經文演繹方法，語言， 文
化及地域上的差異連在一起。 
這是對我們的存在有著重要的
意義。

最近所發生的事情正引證了神
的靈在我們當中運行著。締造
了強大的聯繫關係和參與性。 
這次和解程序和新議會對會籍
方面的承諾會有著新的敘述方
式。 是次參與者當中有來自
不同年齡的新領袖和教牧同工
等，他們有操雙語的， 擁有不
同宣教經驗的， 有來自不同
國家的和不同信仰背影的。牧
師們藉著互相分享和支持的方
式以求更了解他們所服侍的社
區，而年青一代通過有趣的活
動，團契和培訓方式去互相認
識。各會衆現藉「宣教性外展
資金輔助計劃 」冲出自己的極
限去服侍神。

願那五旬節的靈， 繼續激勵我
們會衆去以想像力，創新和實
現夢想的思維； 摒除年齡，
經歷，性别，社會地位，文化
和恩賜的差異共同擴展神的國
度。

— 議會副主席瑪
利亞.力查 (Mary 

Nitzsche)牧師

想了解更多關於和解的最新消息及認
識東區議會和法蘭崗尼亞議會的會衆
和領袖的資料，請登入我們的網址: 
franconiaconference.org/media/bridges/

並訂閱我們發佈的雙週電子郵報 : 
“Bridges”「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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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拉爾夫.施芬牧師是通訊
部臨時主任

如需中文，英文，印尼文，西班牙
文或越南文的交匯點刊物副本，請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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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羅里達州的工作和盼望

在四月份， 我和佳音.聖地牙哥(Noel San-
tiago)牧師前往佛羅里達州的霍.邁亞斯 
(Fort Meyers) 市代表法蘭崗尼亞議會去與
已離開自己所屬的議會但仍然想繼續留
在美國門諾總會的會衆進行對話。

多年前，法蘭崗尼亞議會幫助位於莎拉
蘇他 (Sarasota)市內的東南部區議會各
領袖帶領一個裝備領袖的聚會。從那時
起，我們的一些議會領袖和這些佛羅里
達州人的社區一直保持著和善的關係。
在春天的時分，我們收到了其中一些會
眾邀請與他們一起作伴和希望我們能提
供更多的領袖培訓資料。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不知道。 我們
只希望與佛羅里達州的社區保持友好的關係。 我強烈地相信「對於那些已承受了很多的人，應同樣要付出很多
的。」我們正在跟美國門諾總會領袖層討論如何有進展的機會。

聖靈繼續搖動教會的架構。 神繼續為雙方互通的
關係和關係復興這兩方面帶來新的可能性 。這亦
意味著距離的遠近不會破壞友好團契的延伸。我們
會繼續工作和存著盼望。

—議會主席史提夫.杰克斯牧師

『銳化』你的社區(以學習
形式)

我們如何銳化我們是誰？我們以走進社
區去與其他人建立關係來達成銳化的目
的。 就好像我現在正參與其中的一個
名為 「認識我們的社區」的課程。這
課程是得著温狄.喜國 (Randy Heacock)牧
師的鼓勵及法蘭崗尼亞議會支付部分的
經費的，學員包括來自栢吉斯(Perkasie)
堂的積西卡.米勒(Jessica Miller)牧師，
多爾士城(Doylestown)堂的基斯安妮.吏
维尼 (KrisAnne Swartley) 牧師，岩石嶺
(Rocky Ridge) 堂的凡高.沙華多利 (Franco 
Salvatori) 牧師和我，合共四位牧師。我
們每月一次聚在一起禱告，交談，分享
個人見証和牧會的點滴，並互相分享生
命中的喜與樂爲形造一種「鋭化」的效
果。禾達.史華基斯 (Walter Sawatzky) 牧
師是我們的導師和推動者。

儘管我們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但我們這個圈子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深層的意義。我們年齡有差别，我們對經文
解釋有不同，我們更不全是生長於門諾會家庭，我們更服待著不同種類的教會。

儘管我們存着一些差異，但我們也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去找尋我們的共同之處，連結我們一起而不是去找出我們
的差異，正是我們現在首要的目標。這既能更新我的靈，也能銳化我作為一個人和牧者的雙重身份。

—約書亞.邁亞(Josh Meyer)牧師，法蘭崗尼亞堂會衆 

基斯安妮.吏维尼牧師，積西卡.米勒牧師，禾達.史華基斯牧師 ，凡
高.沙華多利牧師和約書亞.邁亞牧師

莎娜和馬哥.吉田(Sandra and Marco Güete)牧師夫婦在東南部區門諾會議會年
度大會敬拜。 圖片提供：安德烈.波頓(Andrew Bodden)弟兄

請訂閱議會電子郵件通訊版，以便獲得議會每
兩周發行一次的最新消息

franconiaconference.org/intersectings



議會最新財務消息
2019年5月                          

四個月 (2019-2020年度，未經專業審核)
運作預算       實際               預算      去年
收入
議會各堂會的捐助 $  63,615      $  65,672  $  82,030
物業收入  $133,332      $133,332  $133,332
所有其他收入  $  23,844      $  35,018  $    7,16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收入 (+)  $220,791      $234,022  $222,527
支出
各類事工和外展項目 $198,152      $220,160  $171,095
各類議會支援的服務   $ 58,739       $  64,752  $  71,79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支出 (-)  $256,891      $284,912  $242,88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超支                $ (36,100)    $ (50,890)  $ (20,360)

(上圖)190個初中學生來自15個不同教會擠滿了道嘉學校 
(Dock Academy)高中部為要参加名為「深夜聚會」的活
動。豐富節目包括遊戲，音樂，美食和靈裡互相鼓勵。 
圖片提供：積斯.麥嬌(Jess McQuade)太太。

在四月份，各代表確認肯.白浩德(Ken Burkholder) 牧師 (左一) 為下屆議
會的主持人。議會工作人員人數亦有增添了。包括：(從左二到右)  丹
尼奥.山度士 (Danilo Sanchez) 牧師，波基.馬田(Brooke Martin) 牧師，亨
迪.史提芬.馬達喜利苗奥(Hendy Steven Matahelemual) 牧師， 約書亞.邁
亞(Josh Meyer)牧師 (第3頁) 和馬高.古他(Marco Güete)牧師 (第3頁)。

欲想成為我們議會的一分子，每
週一次互相代禱和認識 —— 請
參閱你們的佈告版以獲取更多消
息。(下圖) 新澤西州 (NJ) 阿拉法
(Alpha)堂的小孩子們為我們分享
他們跳舞的恩賜。

(右圖) 位於賓夕凡尼亞州 (PA)
的白廳(Whitehall)堂會衆去年獲
得從「宣教性外展資金輔助計
劃 」中撥出的款項。 他們用這
筆款項在培訓其缅甸籍領袖嘉倫
(Karen)姊妹。

大會詳情請參閱
franconiaconference.org/intersections


